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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·开幕式领导嘉宾合影

·开幕式现场 ·开幕式现场表演

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“2018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”于 2018 年 6

月 13 日至 15 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（静安庄馆）成功举行。

展览会开幕式于 6 月 13 日上午 9:30 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5 号馆内隆重举行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老会长、协会资深专家

包叙定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谢正光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晓勤、副会长兼秘书长宋敏华、中国铁

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有明、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黄建伟、副秘书长王雁平、副秘书长李成新、

副秘书长李元胜、副会长丁建隆、王峙、专家和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仲建华、副主任李中浩等出席了开幕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届展会面积近 20000 平方米，吸引了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德国、瑞士、日本、加拿大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共

计 175 家单位参展；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英国、西班牙、法国、瑞典、意大利、哈萨克斯坦、保加利亚、澳大

利亚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、泰国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专业观众赴现场参观。

北 京 国 际 城 市
轨道交通展览会

综   述

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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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brace the Era of Urban Rail

城轨公园新颖亮相

展会直播亮点突出

新老地铁遥相呼应

·北京地铁

·上海申通地铁

·苏州高新有轨电车

·沈阳浑南现代有轨电车

·武汉智慧地铁

和传统技术装备展不同，本次展会真正将视角放在全行业、全产业链、乃至城轨行业衍生、跨界的方方面面，在展览会上，

城轨交通国家七大实验室、业主展区、单轨展区、文创展区、人才展区、TOD 展区等主题展区纷纷亮相，展览重心

由轨道交通转向轨道出行、从专业层面扩展到大众参与。

[ 七大实验室展区 ] [ 业主展区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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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·绿城中国

·龙湖集团

·京投发展

[ 文创展区 ] [ 单轨展区 ]

[ 人才主题展区 ] [ TOD 展区 ]

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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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包会长在明信片上签名

·文创街区

大众参与，全民共享城轨时代。社会属性凸显的城轨交通，早已从出行工具蜕变为生活方式，

影响着城市发展、市民生活的诸多层面。2018 北京展应时顺势，开启了城轨展全民共享的新

时代。浓郁行业特色的现场导引指示，独家首发的北京展“城轨版图”，集丝带、明信片、纪念章

等现场互动，为 2018 北京展注入了新元素。

·技能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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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展会继续采用网络直播。协会多媒介网

络直播平台“视界城轨”全新亮相，

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 2018 北京展。展会直播

丰富，DK1 进场全程跟踪，会长寄语，现场

随访，展商专访，重点工程专访等，提升了

展会品质。

·DK1 吊装·周晓勤会长、赵有明院长专访

·中国中车贾世瑞专访 ·视界之窗签名

·协会传媒会展中心专访 ·“视界城轨”北京地铁古城车辆段随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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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地铁 1 号线 DK1 型地铁电动客车是中国第一辆地铁电动客车。DK1 型地铁车由长春

轨道客车在 1967 年生产，电器系统由湘潭电机厂配套，该车定员是 184 人，自重 30.51 吨，

构造速度是 80 公里 / 小时，编组为两辆一组。DK1 型地铁车见证了中国地铁的发展历史，

开创了中国地铁车辆制造的里程碑，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。

智能轨道快运系统（简称“智轨”，又称 Autonomous Rail Rapid Transit）是由中车株洲所

全球首创的一种全新中低运量轨道交通装备，它以具备主动防护功能和轨迹跟随能力的新

型全电驱动胶轮列车为运载工具，通过采用智能运控等技术手段实现列车在虚拟轨道下的

类轨道行驶，未来可逐步实现自动驾驶。

·DK1 展示

·智轨展示

本
届展会户外展区颇具看点，见证中国地铁发展历史、开创中国地铁车辆制造里程碑

的中国第一辆地铁电动客车 DK1，和代表了中国城轨智慧的新一代产品 --- 智能轨道

快运列车相邻而“立”，展现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浓厚底蕴，也昭示了行业发展的美好

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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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·北京磁浮

·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

·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·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

·博得 ·交控科技

·北京京投轨道交通技术研究院

·九州一轨

城轨交通信息

交流共享平台

2018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的成功举办，得到了广大参展商的积极响应和支持。本届展会的展品范围涵盖城市轨

道交通机车车辆及零部件；车辆内部装饰；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技术；基础设施与机电设备；建设施工材料；机械设

备及配套；装备、安全、节能、环保技术与维护；规划、设计、咨询、监理服务；展台屏蔽门、安全门、安检设备；国家

级七大工程实验室、地铁业主、人才培养、轨道 +房地产以及地铁卡、磁卡、票卡、纪念品等城轨交通资源经营文创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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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3M

·中国中车

·浙江众合

·南京康尼

·北京城建

·南京康尼

·Aimtec

·比亚迪

·和利时

·MINMAX

·鼎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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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·德国 MEN

·德国宾德

·菲尼克斯电气

·海能达

·华为

·华启智能

·华云

·海阔

·华铁

·航天智造

·河北华密橡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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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金化所

·卡斯柯

·康为同创 ·江苏亨鑫

·克诺尔

·烙克赛克

·科瑞

·凌华

·咖啡区

·控创

·连城心驿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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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·南瑞继保

·庞巴迪

·上海巨昂·顺益

·天乐泰力

·万力轮胎

·天恒利

·同泰火安

·瑞士哈斯勒

·同方威视

·通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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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铁科院 ·泰雷兹

·雅特生 ·益弘泰 ·引力视讯

·盈帆 ·知拓时代 ·中电华兴

·西门子 ·纵横机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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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·中唐空铁 ·卓越信通

·视界城轨直接间

·珠海兴业

·展会现场车模展示

·武汉智慧地铁 ·沈阳浑南有轨电车 ·苏州高新有轨电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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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brace the Era of Urban Rail

展会同期举办的 2018 年度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高峰论坛于 6 月

12 日 -14 日召开，包含一个主论坛，八个分论坛。主论坛畅谈“由

大到强，迈入城轨新时代”的行业主题，共同就新时代背景下的城轨

交通强国建设，解析政策，展望趋势，分享经验，提出希望。分论坛

从专业的角度分别就“推进单轨可持续发展 构建新时代城市脉搏”、“智

慧城轨·市域轨道创新发展”、“城轨勘测关键技术”、“中国有轨

电车现状与发展”、“2018 城轨交通行业人才培养暨校企合作”、“基

于云计算的城轨信息化建设”、“高效 - 智慧 - 可持续的城市轨道交

通牵引供电系统”、“京投发展·2018 城轨交通 TOD 与投融资创新”

等主题，邀请了业内资深专家学者热议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热点。

协会传媒会展中心针对论坛进行了全程直播，总收看人数超过四万。

多位政府领导、专家、学者，和无数慕名而来的业界代表 2000 余人，

围绕交通强国、新时代等主题，为行业和产业界解读、诠释城轨新时

代的新意，探讨新思路，指明新方向。

同 期 活 动    精 彩 纷 呈

[ 由大到强，迈入城轨新时代 ]

·主论坛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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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拥｜抱｜城｜轨｜时｜代｜

·包叙定

  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

   老会长   

·薄昱民

  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

   总工程师

·傅志寰

   原铁道部  部长

   中国工程院  院士

·贾世瑞

  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副会长

  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

   党委常委、副总经理

·谢正光

  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会长

  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

   党委书记、董事长

·周晓勤

  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

   常务副会长

·刘小明

  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

   副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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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届展会参展单位采用了形式多样的展具展示城轨交通的产品、

应用及服务，通过集丝带、VR、实操等手段提升观众的现场感，

观众反馈良好。

[ 集丝带、VR、实操各种体验提升观展效果 ]

·展会现场

·集丝带活动 ·VR 体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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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届展会及高层论坛获得了众多媒体的

广泛宣传，人民日报（14 日头版）、

人民日报海外版、央视新闻、人民网、新华

网、中国网、中华网、中国政府网、经济日报、

光明日报、中新网、凤凰网、中国经济导报、

中国建设报、中国工业报、中国交通报、中

国贸易报、法制晚报、北京电视台、天津电

视台等先后报道，有一部分媒体进行了专题

报道，央视新闻、央视四套、天津卫视（分

两集播出）等也到现场深度取材报道，中国

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网、《城市轨道交通》杂

志、《都市快轨交通》杂志、《世界轨道交通》

杂志、轨道城市、《高速铁路与轨道交通》

杂志、《今日轨道交通》杂志、《城市轨道

交通研究》杂志、《现代城市轨道交通》杂志、

中国轨道交通网、中国 e 车网等专业媒体分

别从不同角度对展会及高层论坛进行了深层

次的持续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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